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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供销合作社

“三轮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
刘娟

4月8日，在花溪燕楼产业园内，贵州
资源循环再利用静脉产业园建设正酣。

“目前，产业园内的医疗废物处置
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 80%，即将开展设
备安装，计划 5 月下旬开展试运营。同
时，报废机动车拆解项目、废旧家电回
收拆解项目和循环经济科普培训中心
项目也在有序进行中，预计整个产业园
区将在今年年底全面建成投产运营。”
静脉产业园项目的建设方贵州天之源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贵阳
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磊说。

静脉产业园项目是贵阳市供销合作
社“三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总投
资2.8亿元，占地97.5亩，正式投产后，将
有年回收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550万
台、报废机动车 10万辆、医疗废物 13000
吨、废塑料3000吨的处置能力，预计每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 3.31亿元、税收 4300万
元。

“双碳”目标下，废旧物资回收利用
看似琐碎，实则关乎城市的发展命脉。

近年来，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发挥社

属再生资源龙头企业作用，以项目为抓
手，不断做大再生资源回收传统业务，举
全社之力，全力推进以建设静脉产业园
为重点，以废旧家电回收拆解、报废汽车
回收拆解、物业经营为支撑，积极探索垃
圾分类、农村面源污染试点工作，搭建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大舞台，助力贵阳
贵安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2021年，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完成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 58 万余台/
套，报废汽车拆解中心完成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8810辆。建成贵阳市废旧农地膜
回收利用中心2个并投入运营，共回收
农地膜 32 吨，回收支出金额约 6.4 万
元，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

2022年，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将紧扣
省委、省政府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的战略部署和贵阳市提出的“生
态立市”战略定位，将再生资源产业继
续做大做强，为贵阳市参与“国家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试
点和“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紧盯“双碳”目标 做大再生资源产业

不断创新拓展为农服务领域；打造农村电商综合服务体系，搭建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拓
展农产品销售渠道，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迈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步伐……近年来，贵
阳市供销合作社牢牢把握为农服务宗旨，不断深化改革、创新经营机制、扩展服务领域，充分
发挥供销合作社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服务“三农”的新路子。

2021 年，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49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40%；

汇总实现利润总额 6072.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幅达 20.4％。
2022 年，新国发 2 号文件印发，围绕中央、省、市安排部署，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党委

将继续抢抓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三轮驱动”（做强流通体系、做实基层合作组织、做大再
生资源产业） 战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强省会”行动中彰显新时代
供销社的担当作为。

供销一体，有供就有销。
近年来，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先

后成立贵阳供销电商公司、贵阳供
销百合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服务城乡为己任，着力发挥订单农
业基地、农村电商物流和“百合联”
超市产、供、销作用，实现从基地到
超市，从乡村到城市的有效连接。

其中，贵阳供销电商公司利用
互联网手段，以农产品供应链、农
产品数据链为链条，串联起各业务
板块，为各业务板块提供产品和数
据支撑，以团餐配送、大宗农产品
贸易、电子商务等来拓展市场销售
渠道，为订单农业的产品打开销
路。2021年，贵阳供销电商公司在
修文、清镇、开阳、六枝、威宁发
展订单农业 1 万余亩，销售收入
1.32亿元，销售农产品 1.62万吨。

贵阳供销百合联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建立了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
供应链一体化发展平台，统筹全市
各区县乡村供销网点，按照“统一管
理，统一功能，统一标识，统一配送”
要求，采取连锁经营的方式，重构农
村商品网络体系，成为连接城乡的
重要实体。截至目前，“贵阳供销百
合联”品牌已建成城乡网点 500 多
个，配送网点 200多个，社区生鲜超
市 13个，以及线上商城“百合联优选”等渠道
资源。2022年一季度，完成销售额 3000多万
元，销售农产品 1780 余吨，乡村网点汇总销
售额达 7000 余万元，有力推动了“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

“接下来，我们将抢抓发展机遇，发扬供
销人‘传承、担当、务实、创新’的精神，深入实
施‘三轮驱动’战略，创新体制机制，拓展服务
领域，不断提升为农服务水平，加快成为服务
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在乡村振兴和‘强
省会’行动中彰显新时代供销合作社的担当
作为。”贵阳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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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修文县清江村和开阳县
杠寨村的 460 亩蔬菜基地内，各类蔬
菜生长正旺。

该基地是由贵阳供销电商公司以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民”的组织
方式，与村支两委、农村能人 （大
户） 以市场化方式共同投资成立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组织农户开展规
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共流转 460

亩土地种植莲花白、小瓜、茄子等蔬
菜，得到当地农户的一致好评。

该蔬菜基地只是贵阳市供销合作
社做实基层合作组织的缩影之一。

近年来，贵阳市供销合作社充分
发挥基层供销合作社在统筹城乡发
展、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程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生产合作、供
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推

动供销合作社由传统流通服务向农业
社会化服务延伸，融合多元化发展。
着力把基层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与农
民利益联系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
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的新型合作
经济组织及综合服务平台。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基层供销合作社 63 个，
覆盖所有乡镇。并创新建成村级供销
社 10个，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供销

合作社共赢发展。
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该社还

积极领办协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提
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特色农业，培植品牌产
品，带动农户增收。全系统领办协
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 287 个，有效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聚焦共同发展 做实基层合作组织

市民在贵阳供销百合联超市百花山店内选购蔬菜。 刘娟 摄

以匠心暖民心。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在实现自身高质量高速发展的同时，深入践行企业使命与担

当，积极将企业发展战略与“民生优先、富民惠民”的政策取向高
度融合，推进一大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助力实现“住有宜居、学
有优教、弱有众扶”等民生目标。

施秉一中。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筑牢民生之本 打造幸福工程
彭银

战高温、斗严寒，晴天抢干，雨天
巧干，晚上挑灯干，这是 2017 年至
2019年，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在雷山
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上 2000余人的
工作状态。这么拼命，是因为大家肩
负着雷山县丹江镇易地扶贫搬迁老
百姓的住房大事。

雷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西
南部，总人口 13.5 万，苗族人口占总
人口 83％，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山区农业县。作为国家认定的
贫困县，雷山虽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
条件，西江“千户苗寨”驰名中外，却

始终因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给人们
的出行和县域经济发展带来诸多障
碍。这里生产生活物资贫乏，生存环
境比较恶劣，重重大山像一道道隔离
小康的屏障。告别穷山沟，走上小康
路，这是雷山县许多人的夙愿。

2016年以来，贵州建工集团七公
司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把易地扶贫
搬迁作为精准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来
抓的号召，以低利润、垫资施工的投
融建模式，主动参与雷山县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先后承建了雷山县 2017
年、2018 年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工程、

雷山县思源实验学校、雷山至大塘镇
快速通道等 6个项目，累计合同金额
29亿元。

这是一段一心为民的航程——
2017年2月3日，上千人的项目团

队肩负着“为使命而来”的重任，奔赴
雷山县，进驻各安置点，决心优质高效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这一政治
任务。3年间，“贵州建工”的大幅标牌
高高矗立在工地上，党旗飘扬，影映在
人头攒动、机械轰鸣的工地上。

特别是雷山县 2017 年、2018 年
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占地 840

亩、总建筑面积 52万平方米，共有 85
栋楼，203个单元。面对项目资金严
重不足、却要按期交付的艰巨任务，
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以超常规的工
作格局、超常规的力量配置、超常规
的现场施工组织，与时间赛跑，同困
难比拼。他们抓质量、保安全、促进
度……以平均每 2.7天一层楼的速度
突击完成主体封顶任务，精准完成雷
山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各项时间节点
要求，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顺利实现
移 民 项 目 搬 迁 入 住 ，安 置 总 户 数
2969户，1.2万群众住进了满意、舒适
的新家。贵州建工人用汗水与智慧
兑现了自己“为百姓建设美好家园”
的庄严承诺。

打赢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

乌当新庄污水处理厂。

教育乃国家百年大计，是民族
振兴之根本。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
积极响应“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用精工品质构筑书香学府的一砖一
瓦，为贵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硬件资源保障，缓解了教育资源分
配不均的压力。

今年 3 月初，由贵州建工集团
七公司承建的施秉新一中建设项目
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让 3160 名师生
在崭新的校园里迎来了新学期。

据悉，施秉县新一中建设项目是
施秉县推进县教育建设的重点民生
工程，该项目位于黔东南州施秉县城
关镇平宁社区马家屯，紧邻氵舞 阳河
西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270828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57357.50平方米，建
有教学楼、行政楼、实验楼、图书馆、
学生公寓、餐厅、运动场、体育馆及先
进的配套设施，可容纳 90个教学班、
4500名学生就读。

为确保施秉新一中建设项目顺

利建成，自 2017 年 4 月项目部组建
以来，全体人员全力攻坚，经过
1700 多天的施工，如期完成各项工
作。该项目的建成极大改善了施秉
一中办学条件，对提升全县教育基
础设施水平，推动教育质量的稳步
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推动
施秉教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暖阳高照，春光融融，黔东南
州从江县停洞中学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塔吊挖掘机等大型机器设备有
序运转，项目管理人员靠前指挥。
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承建的这项州
属重点民生工程将于今年 12月底交
付使用，建成后可新提供 900 多个
学位。

据了解，该项目由贵州建工集
团与从江县政府搭建的平台公司所
承接，是乡村振兴基础建设工程。
完工后将极大地拓展学校办学空
间，有效改善当地学生的就学环境
和停洞镇中学办学条件，并且提升
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停洞镇基础教
育事业均衡协调发展。

为教育学位供给加码提速

棚户区改造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在解决困难
群众住房问题，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建设
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黔东南州文旅睿城项目启动，这是省、
州、市重点打造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该项目位于凯
里市宁波路与红州路交叉处，总用地面积 89267.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规划 382836.22平方米，共有
1328户，配套设施包括凯里四小扩容改造，公办幼
儿园建设，周边广场建设等。项目预计 2023年完
工，建成后将改善城市面貌、振兴城市教育、最大限
度的满足群众居住和发展需求。

民生工程就要得民心。作为承建单位，贵州
建工集团七公司积极配合政府做好“术”前沟通，
问需于民、征求意见、多方协调，力求精准把脉、精
准实施、精心推进、精致建设、精美呈现，力求把每
一个项目都打造成精品工程。助力城市建设完成
凤凰涅槃，城市蝶变提速加码。

更让人期待的是，由七公司承建的贵阳市青云
路公共停车场项目目前也正按照既定计划顺利推
进。根据初步规划方案，该停车场设计为地下3层、
地上 10 层，建筑高度约 50 米，设计停车位 700 余
个。该项目是贵阳市政府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改造
的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立智慧停车场，实现人车
分流，对进一步提高城市品位，提升文明城市形象
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做好民生工程，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政
治问题。一切要以人民满意为中心，这是贯穿贵州建工集团
七公司整个工程建设的一条准绳，即使工期紧、任务重，七
公司也绝不放松，一切遵循老百姓至上的原则，坚持建老百
姓满意的工程，让老百姓住上安心房、放心房。”贵州建工
集团七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吴开国介绍。

过去五年，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大
力实施民生工程来保障和促进民生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项项民生工程、一件件民生实事，正不断为幸福“加
码”，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五年来，公司
先后荣获全国“AAA”工程 2项；省“黄果树杯”优质工程 5项；
获省结构优质工程 14项；省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工程
15项；省“绿色施工”工程 3项；完成省级工法 8项、企业工法
19项；获评新技术应用示范工地 5项；申报实用型专利 27项，
已授权 22 项；获贵州省土木建筑工程科技创新 4项；获全国
QC成果奖 2项；获得 BIM 国家级奖项 1项、省级奖项 1项，BIM
应用技术由公司级转至项目级，项目自主应用比例呈上升趋
势。公司党委还在2020年获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党组织称号。

这样一份满载硕果的“成绩单”背后，是贵州建工集团七
公司助力贵州建设贡献出的巨大智慧和力量。

起跑冲刺，开局争先。
2022年初，又传来好消息：凭借良好的市场信誉，过硬的

施工管理能力，开年即成功中标多个项目，合计6.6亿元。
可以看到，一个努力奋进的企业正以“跑起来、抢时间、争

一流”的奋斗之姿，在开局之年关键处落子，下出“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先手棋。

栉风沐雨五余载，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不辱使命交出了
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未来，该公司还将以此为契机，
以此为新起点，发扬在精品民生工程中表现出的敢于担当、
攻坚克难、敢打硬仗的光荣传统，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精神，“闻鸡起舞正当时”的状态，“建功必有我”的担当，
攥紧拳头、铆足劲头，坚持稳中求进、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
发展，大力助推贵州城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以务实作风和
实干精神，乘风破浪、继往开来，开启贵州建工集团七公司

“十四五”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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